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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品牌加速國際授權CEO認證學程效益

一、經由BAC學程輔導品牌加速效益
1、協調政府、社團、企業之資源鏈結。

2、獲得BAS品牌經紀媒合系統(Branding Agent system)露出頁面，提升國際尋求服務業品牌

的搜尋。

3、獲得國際品牌經紀人GBA(Global Branding Agent)，能透過智庫優化品牌後，輸出國際，

並找到資多元投資管道。

4、依據學程規範可獲得BAC國際授權媒合會。
5、依據學程規範可獲得BAC創投投資會。

二、經由國際品牌經紀人的媒合效益

1、獲得國際品牌經人關懷輔導與資源媒合。

2、經專案合作、整合資源，獲取國際品牌授權或IPO發展。

3、依學程規範取得國際品牌經紀人推薦函，參加BAC國際授權媒合會Road show資格。

4、依學程規範取得國際品牌經紀人推薦函，參加BAC創投投資會簡報資格。

5、經國際品牌經紀人在BAS品牌經紀媒合系統(Branding Agent system)露出與推薦，提升
國際熱搜度和商機對接。

6、拓展服務業在人脈、資源與通路之職業脈絡。

三、BAC會員服務效益
學程結業完成授證後，協助BAC學員之企業轉為BAC會員服務，成立《BAC x 企業 學院》，每

年繳交2.5萬會費參與必修課程，參加對象為結業學員本人+公司兩名高管共同成長學習。

CEO學程認證班與BAC會員服務
加速學程階段

品牌加速國際授權CEO認證班

結業後服務階段

BAC會員

對象 企業指派學程代表 學程代表本人完成授證後+1名高管

費用

1、育成類組/ 加速類組：95,000元/每人

/兩年。

2、觀摩類組：65,000元/每人/兩年。

1、育成類組/ 加速類組：25,000元/企業/

年。

2、觀摩類組：15,000元/企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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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內容

1.通識學程(8H/2年)

2.必修學程(72H/2年)

3.選修學程(64H/2年)

4.加權成績

必修學程(36H/1年)

大師講堂、商董會研習營

Road Show訓練營、ESG經營成長營

成長戰鬥營 加權成績 報名參加

BAC國際授權媒合會

Road show
國際品牌經紀人推薦函 國際品牌經紀人推薦函

BAC創投投資會簡報 國際品牌經紀人推薦函 國際品牌經紀人推薦函

BAS品牌經紀媒合系統 國際品牌經紀人推薦函 國際品牌經紀人推薦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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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品牌加速創新服務中心簡介

一、中心簡介

(一)中心沿革

全國商業總會品牌創新服務加速中心（Brand Accelerator Center, 簡稱BAC ）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於2016年7月19日正式成立「品牌創新服務加速中心」，由第十屆賴正

鎰理事長揭牌，由現任許舒博理事長積極滾動式推展，帶動台灣中小企業朝向品牌國際化與

資本化而努力。

(二)成立宗旨

品牌加速學程，優化企業體質

導入三金資源，創造產業利益

媒合國際市場，提高國際授權

扶植中小企業，朝向IPO發展

二、中心滾動式階段跳板

現行BAC之組織，分為四個職掌業務，分別為BAC會員、品牌金舶獎、品牌經紀產業研所、區

塊鏈應用及發展研究所，不同學程階段進入BAC跳板，並經由BAC培訓出來的國際品牌經人、

與招募六化之智庫團隊，共同大力支援與協助業者發展ESG品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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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佈局的

拉近創投與品牌的距離，是BAC的策略之一，在其中放了很多跳板，讓雙方有合作的機會！

第一個跳板

就是從創新公司（StartUp0到1）非只是新創，找到潛力品牌（符合三創十兆產業）。

第二個跳板

就是進入BAC執行長學程，以獲得領域專業，資本專業及社會專業的能力。

第三個跳板

對接國際品牌經紀人（Global Brand Agent）來對接國際市場與資本市場（包含CVC企業投

資）。

第四個跳板

参加品牌金舶獎選拔，獲選者得到國家級認證，包含紓困新創認定、國際市場推行計畫啟動、

投融資計畫協助，財務輔導，登板前輔導（包含國發基金，信保基金，聯輔基金，券商團，銀行

團協助）。

第五個跳板

参加金舶全球領袖總裁班，除驗收推動術科學程外並實質推動Pre1IPO的執行與國際市場營

收的增加。此時也是創投可以進場的時刻，前面我們已進行天使,專業領投,國發基金投資,貸

款,CVC企業投資,國際市場授權，合資併購。所以創投此時進場也是相對較容易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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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獨角獸不只是對單一企業而言，而是整個獨角獸生態系漫佈在十兆產業上，此時不只

是60％服務業所在人民的幸福，更帶動全產業人民的美滿！就讓我們潮進亞洲，鏈接世界，一

起賺全球的錢！

三、中心理念

中心四大核心文化以【潮進亞洲，鏈接世界】為主要願景，BAC的人文精神以誠信、利他、共

好、創新為共同理念。

主要服務對象為三創中小型服務產業，有新創Transition、連創Franchise、再創Old shop，新

創包含製造業轉型服務化的企業、連創是連鎖品牌授權企業、再創是老店創新，同時提供三資

(諮)服務：協助企業做內部諮詢輔導、提供企業跨界新資源連接、對於企業的國際化與資本資

金導入。服務業不再是傳統純粹的服務客戶模式，與時俱進需要導入的是ESG的品牌概念，加

強消費者對品牌的忠誠度和黏著度，BAC努力朝『新台灣服務業』滾動式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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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品牌加速CEO班學程對象
一、『新台灣服務業』三創十兆

BAC加速『新台灣服務業』三創十兆業態使企業能更完備成長，台灣中小型服務業是產業最多

元，成為品牌創新服務加速中心之國際資金主要投資的標地，BAC有多業態培訓出來的國際

品牌經人、同時每年招募六化之專業且多元的智庫，大力支援與協助品牌業者。

透過BAC-『品牌加速CEO認證班』的甄選機制，從提出申請->BAC電訪創辦人的需求->安排線

上視訊甄選時間->BAC線上甄選評審會議->審查結果通知->導入品牌加速學程機制，每一個

環節都是緊緊相扣。進而，參加品牌金舶獎選拔洗禮，選出菁英中的菁英品牌企業，提高更深

化的『金舶全球領袖總裁班』培育。

每年招募：正取20名，備取5名(正取含育成類組/加速類組：18名；觀摩類組：2名。

二、CEO班學程教育目標
為實現品牌加速與企業永續經營理念，本中心依據成立的六化目標：品牌ESG化、在地全球
化、數位轉型化、科技智慧化、資本多元化、國際IP化，擬定學程教育六大選修課程，並透過第
一年通識學科研習課程(大師講堂、商董會研習營、Road Show訓練營、ESG品牌經營成長營)

與第二年學程術科實境活動的規劃，將『新台灣服務業』三創十兆經營理念之涵養化作出實際

作為，實踐學員與企業全方位教育之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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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程申請類別條件

四、甄選流程說明

1、BAC會員品牌加速CEO認證班學程以企業現行規模做分類，各類組申請採『甄選制』。

2、BAC會員品牌加速CEO認證班申請網址 https://www.roccocbac.com/s/EQE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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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C電訪，說明了解企業主申請需求，以及BAC甄選流程。

4、安排申請企業主面試時間與簡報準備六分鐘公司簡報內容包含：公司簡介、團隊介紹、品牌

與產品、商業與獲利模式、三年財報、加入BAC的需求、附件(專利、獎項、著作...等)。簡報

電子檔請在線上面試日的前3天中午12:00前提供給BAC。
5、簡報對象：限公司負責人或創辦人或高階經理人。

6、面試流程為企業主口頭簡報6分鐘，甄選團評審交叉提問14分鐘，總時間預計20分鐘。

7、面試結束七天(不含例假日)通知審核結果。

8、通過甄選通過需至少推派核心幹部一位代表參加兩年品牌加速學程。

8-1. 企業代表條件僅限負責人、創辦人、總經理、營運長、執行長、財務長等高管、或二代接班

，以上條件不限一人參加，請斟酌代表人之推派。

肆、課程學程化說明

一、學程構思

「品牌加速課程學程化」制度結合BAC六化與三資的國內、外智庫開辦的選修課程的專家精髓

，將學程依第一年學科的品牌加速基礎學域定位，並結合第二年的術科市場脈動，設計相關通

識學程、必修學程與選修學程形成模組，六化各專家再結合不同的模組形成學程。

透過這樣的六化方向所規劃出的品牌ESG化、在地全球化、數位轉型化、科技智慧化、資本多

元化、國際IP化課程學程化設計，不僅能整合創投資源、政府資源、金舶選拔資源，使課程更

為專精，還能順應品牌國際授權的發展，提升企業主和品牌企業進入就業市場之競爭力。

「品牌加速學程化」是將學習拉近創投與品牌的距離，是BAC的跳板策略。在中間放了很多跳

板，讓創造雙方有合作的機會！從研習術科和實境學科重新安排，劃分成不同階段的學程，如

BAC通識、必修核心學程、跨領域六化選修學程、實境活動、金舶獎選拔學程等。其規劃方式

為因應產業需求及學術發展，整合政府、創投、ESG等資源，建置以學員的企業永續經營為導

向之專業化精實課程，以強化學員學習深度與廣度，創造優質、多元、具彈性與跨領域的品牌

加速學習環境。

BAC「品牌加速學程化」的規劃方式係以各個品牌企業朝向國際授權、通往IPO的目標為考量，
依照品牌加速主題以及共通性予以模組化，主要是為了讓學習效果導向更明確，更能強化該

學科領域之核心學識，學員在畢業學分維持至少144小時的規定下，仍可依個別興趣或結合生

涯規劃自由運用，增加了跨領域學習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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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BAC規定的通識學程外，學程需規劃「必修學程」、「選修學程」，以第一年著重在研習和學

科，第二年設計實境和術科、「跨領域就業導向學程」、「專業選修學程」三大類學程，課程學程

主要分為：

A.「通識課程」：CEO認證班共同的基礎課程，共計8學分/hrs/兩年。
B.「必修學程」：各學員每位必修的基礎課程，共計72學分/hrs/兩年。。
第一年：大師講堂、商董會研習營、Road Show訓練營、ESG經營成長營

第二年：大師講堂、商董會實境模擬營、Road Show實境營、ESG案例實證營

C.「選修學程」：六化各專業研習以及金舶獎衝刺班得整合BAC智庫教學資源，設置跨領域學
程，共計64學分/hrs/兩年。
品牌ESG化

在地全球化

數位轉型化

科技智慧化

資本多元化

國際 IP化

金舶獎選拔

綜合以上「通識學程」、「必修學程」、「選修學程」各眾多的科目則依其專業屬性，規劃成研習學

術型和實境術科型，CEO認證班總學程為時數144hrs/修業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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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程架構

架構說明

1、本學程學員兩年結業時至少應修滿總學分144學分(hrs)，包括

1-1. 通識課程兩年：8學分

1-2. 必修學程兩年：72學分

1-3. 選修第一年：學科40學分、第二年：術科24學分。

2、通識學程與必修學程以實體為主，由BAC統一規劃與安排。

3、選修學程採微型班3人選修即開線上課程，以線上Google meet為主，由智庫教練或國際品

牌經紀人班導建立線上帳號。

3-1. BAC智庫團擔任輔導教練

•規劃課綱與課程。

•熟悉線上課程操作。

•每一課程8小時，2小時/每堂/每次。

•最後一小時考核或提交課業。

3-2. GBA國際品牌經紀人擔任輪值導師

•學程聯繫。

•點名與出勤統計。

•學員需求關懷。

•熟悉線上課程操作。

•學員、智庫教練與BAC的協調人。

4、加權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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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成長戰鬥營(每年1-2場)，學員舉凡本人或學員本人之服務單位共同參加。

•獲得國家獎項，限學程兩年期間內，學員舉凡本人或學員本人之服務單位。

•獲國家發展基金創業補助，限學程兩年期間內，學員本人之服務單位。

•獲得政府創業補助，限學程兩年期間內，學員本人之服務單位。

•獲國內外創業競賽獎項或經評選參加國際展會，限學程兩年期間內，學員本人之服務單

位。

•獲SBIR、SIIR、CITD等補助，限學程兩年期間內，學員本人之服務單位。

•獲國家發展基金參與投資，限學程兩年期間內，學員本人之服務單位。

•獲國內外創業投資事業或創業天使機構參與投資，限學程兩年期間內，學員本人之服務

單位。

•獲國際授權或投資合約，限學程兩年期間內，學員本人之服務單位。

•提供完整投資條款清單(Term Sheet)，限學程兩年期間內，學員本人之服務單位。

加權點數 加權分數(佔20%) 單一項目

2 單一點數為2分計算

1 2
•BAC成長戰鬥營
•獲地方型SBIR補助。
•參加品牌金舶獎選拔BP通過審核入圍。

2 4

•獲國家發展基金創業補助。
•參加品牌金舶獎RoadShow審核入圍。
•獲得政府創業補助。
•獲國內外創業競賽獎項或經評選參加國際展會。
•獲中央型SBIR、SIIR、CITD等補助。

3 6

•獲品牌金舶獎得獎企業。
•獲得國家獎項。
•獲國家發展基金參與投資。
•獲國內外創業投資事業或創業天使機構參與投資。
•獲國際授權或投資合約。
•提供完整投資條款清單(Term Sheet)。

5、學程第一年Q4時應完成國際品牌經紀人的經紀約簽定，以利第二年國際授權媒合會的媒

合資格推薦。

6、學程第一年Q4時可報名品牌金舶獎選拔賽。金舶獎於每年Q4至隔年Q1是獎項徵件期，透

過簽訂的國際品牌經紀人輔導來參賽，可檢視學員在品牌加速學程的學習狀態，若資質優異

獲得獎項，並可申請『金舶全球領袖總裁班』培育，另獲得以下資源：

6-1. 可於主辦單位官方網站及台北市府相關單位網站上露出企業得獎訊息。

6-2.  推播與投資平台、授權平台及各國駐華商務單位對接合作商機。

-3. 取得商總BAC出具推薦函向國發基金申請對投。(視實際品牌條件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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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由商總BAC出具推薦函﹐經信保基金保證取得最高1億元及最高保證9.5成之融資。(視實

際品牌條件而定)

6-5. 取得證劵商上市櫃前期財務健診、策略規劃諮詢、上市櫃及各級資本市場籌資可行性評

估之協助性免費資源之資格。

6-6. 「金舶獎頒獎典禮」接受表揚。

6-7. 帶領金舶獎得主拜會產官學研部門。

6-8. 推薦參加全國優良商人金商獎選拔。

7、進入學程第二年，學員與企業體質優越有機會透過國際品牌經紀人推薦，參加『台灣加速器

創投大聯盟』Presentation專題演說，獲得被投資的機會。

8、『品牌加速國際授權CEO認證班』將BAS品牌經紀媒合系統(Branding Agent System)露出

頁面，提升國際尋求服務業品牌的搜尋。

三、學程講師表

1、必修課程講師群，邀請指標性單位擔任講師。

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國家發展委員會亞洲·矽谷計畫執行

中心、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中華民國

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ESG世界公民數位治理基金會、KPMG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等單位。

2、選修課程教練群，由BAC智庫擔任。

創投規劃：詹克群(星達資本)

早期投資與募資平台：李豐源(資本圈金融科技)

國際品牌與定位：李國榮(普羅品牌)

法務與智產：高宏銘(大壯法律事務所)

營運計畫與商業計畫書：賴茂山(英普國際管理顧問)

數位導客：黃銘世(禾多科技)

國際貿易：吳思寧(戴華國際)

跨境電商(海外)：蔡建朗(意碩整合行銷)

**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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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年學程規劃表(預定學程)

年

度

開訓與通

識課程

(月份)

必修選

課

(月份)
必修課程場次

選修選

課

(月份)

選修

季度
選修課程 備註

第

一

年

學

科

研

習

1月 通識課程 實體活動

1月 大師講堂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2月 ESG經營成長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3月 Road Show訓練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3月 Q1 商業計劃書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3月 Q1 財務經營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3月 Q1 電商導客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3月 Q1 品牌定位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4月 商董會-資本訓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4月 Q2 勞資議題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4月 Q2 在地品牌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4月 Q2 財務健診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4月 Q2 區塊鏈認證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5月 Road Show實境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5月 Q2-
1 營運管理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5月 Q2-
1 國際品牌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5月 Q2-
1 企業永續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5月 Q2-
1 法務課程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6月 大師講堂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7月 ESG經營成長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7月 Q3 數位轉型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7月 Q3 電商經營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7月 Q3 財務管理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7月 Q3 品牌行銷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8月 商董會研習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9月 Road Show實境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9月 Q4 智慧產權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9月 Q4 國際通路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9月 Q4 品牌估值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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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Q4 ESG概念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10月 ESG經營成長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11月 商董會研習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12月 大師講堂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第

二

年

術

科

展

示

1月 通識課程 實體活動

1月 大師講堂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1月 Q1 IPO概念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1月 Q1 資本經營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1月 Q1 國際授權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1月 Q1 ESG經營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2月 ESG案例實證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3月 Road Show實境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4月 商董會-資本訓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4月 Q2 財務規劃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4月 Q2 CRM管理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4月 Q2 稅務管理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4月 Q2 流通運用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5月 Road Show實境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6月 大師講堂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7月 ESG案例實證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7月 Q3 IPO準備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7月 Q3 內稽內控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7月 Q3 科技化運用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7月 Q3 品牌加速計畫 線上微型班，3人以上開課(每堂2小時，共8時數/4堂)

8月 商董會實境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9月 Road Show實境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10月 ESG案例實證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10月
必交-兩年學程報告

評核
電子檔報告書(以商業計畫書為範本)

11月 商董會實境營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11月 兩年學程口試總評 實體評核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12月 大師講堂 實體課程(配合防疫政策機動調整課程形式)

授證典

禮
12月 實體授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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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牌加速學程實施要點

1、本要點依據BAC「BAC會員品牌加速CEO認證班學程手冊」規定辦理。

2、本「BAC會員品牌加速CEO認證班學程」提供學員多元產業應用選擇，期使學員在修習本學

程後，具跨六化領域多方位知能，增進學員未來企業的品牌競爭力。

3、本學程由商總品牌創新服務加速中心(以下簡稱BAC)、BAC會員暨金舶獎企業主、六化智

庫、國際品牌經紀人共同規劃籌設，並提供相關選修課程。授課師資以BAC認證有效期限內之

智庫擔任為原則，班導以BAC認證有效期限內之國際品牌經紀人擔任。

4、本學程之規劃學分數：

4-1. 學員研習本學程於通識修習滿8學分，必修學程72學分，選修學程64學程分為六化領域，

每個領域至少一門課8學分，若超修64學分以上不計學分數也不限領域。

4-2. 本學程學分之採認，得於『品牌加速CEO認證班』各兩年度學程之相關課程。
4-3.本學程於第二年10月必交-「兩年學程報告評核」，以及11月「學程口試總評」完成144學分

並通過學末口試總評。

5、經核准修習本學程之學員，於修滿學程學分規定之課程時數，BAC經審核無誤並簽請理事

長同意後，將於結業典禮頒發學程證書和胸章。

伍、成績作業要點

BAC會員品牌加速CEO認證班學程成績實施，為量化學程成績評量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

點。

一、評量單位(BAC/智庫教練)
BAC(通識課程、必修課程)與智庫教練(選修課程)依據學習之參與、互動和課業提交等面向，

於該階段性課程結束後的三天內提交成績至BAC彙整。評核成績方式採用「學程制」方式給分

，評量準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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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量單位(品牌經紀人-微課班導師)
必選修課程由BAC培訓之國際品牌經人，擔任選修授課8小時的全程班導，對學員之出勤狀

態、課程報名、課業繳交態度、關懷互動等評核由班導評定之，依下列各款標準計算：

1. 出勤狀況
1-1. 全階段不曠課者、不遲到早退、不缺席者(指未請事假、病假、娩假)，30分。

1-2. 上課遲到者20分鐘(含)，扣3分。

1-3. 早退30分鐘(含)，扣3分。

1-4. 每階段選修學程每堂/2hrs無故缺席者，扣10分。

2. 參加課程(必修或選修)報名態度
2-1.爭取必修與選修課程報名與安排，30分。

2-2.消極接受課程報名與安排，扣2分。

2-3.無互動且被動式被安排課程，5分。

2-4.拒絕參與課程報名與安排，扣30分。

3.課業繳交態度
3-1. 課業依規定如期繳交，20分

3-2. 課業依規定延遲3天繳交，扣2分

3-3. 課業依規定延遲7天繳交，扣5分

3-4. 課業依規定未繳交，扣20分

4.課後關懷互動
4-1. 關懷互動熱絡，20分

3-2. 關懷互動消極，扣2分

3-3. 關懷互動冷漠，扣4分

3-4. 關懷互動不友善回應，扣20分

三、評量單位(學員)
為維持授課水準必修與選修課程每階段結束後後三天內，由學員回填教練與班導《課後滿意

度調查》，協助及提供寶貴意見，調查結果將作為日後檢討改進之用，並徵詢各位對於參加訓

練後的意見和建議，請無保留地提供您寶貴的意見，以作為日後課程改進參考。

四、總評量單位(BAC)
CEO認證班兩年學程依學程架構缺課(有請假)節數達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或曠課、或無故

缺席累積達五分之一者，經班導師彙報BAC，將由BAC進行訪談。

學成架構
標準總學分

(hrs)
總彈性空間

(hrs)
單一必修課程

(8hrs)
單一必修課程

彈性空間(hrs) BAC訪談關懷

缺

課

(有

通識學程(第一年) 4 --- --- --- 須全程參加

通識學程(第二年) 4 --- --- --- 須全程參加

必修學程(第一年) 36 --- --- --- 須全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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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假)
必修學程(第二年) 36 --- --- --- 須全程參加

選修學程(第一年) 40 13.3 8 2.7
節數達授課總時數三分

之一

選修學程(第二年)
24 8.0 8 2.7

節數達授課總時數三分

之一

曠

課

或

無

故

缺

席

通識學程(第一年) 4 --- --- --- 須全程參加

通識學程(第二年) 4 --- --- --- 須全程參加

必修學程(第一年) 36 --- --- --- 須全程參加

必修學程(第二年) 36 --- --- --- 須全程參加

選修學程(第一年) 40 8.0 8 1.6 累積達五分之一者

選修學程(第二年) 24 4.8 8 1.6 累積達五分之一者

陸、繳費須知

品牌加速CEO認證班費用

一、學程費用

據學員申請BAC會員甄選的企業條件分類。

1、育成類組/ 加速類組：95,000元/每人/兩年。
2、觀摩類組：65,000元/每人/兩年。

二、企業推派人選須知

1、企業申請加入BAC會員，甄選通過需至少推派一位核心幹部參加兩年品牌加速學程。

2、企業代表條件僅限負責人、創辦人、總經理、營運長、執行長、財務長等高管、或二代接班，

以上條件不限一人參加。

3、企業代表之兩年學習歷程依據滾動式學習將BAS品牌經紀媒合系統(Branding Agent

system)露出頁面，提升國際尋求服務業品牌的搜尋，請斟酌代表人之推派。

三、兩年學程繳費網址

所繳含學程費、行政費、活動費、業務執行費、行銷費、區塊鏈認證費、雜費等，匯款帳戶如下：

銀行名稱：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銀行代碼050）

分行名稱：復興分行帳號：070-01-043271

戶名：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四、退費說明

1、學程總額於第一年12月25日(含)前繳交兩年學程總額，所繳含學程費、行政費、活動費、業

務執行費、行銷費、雜費等；不包含BAC成長戰鬥營費用。

2、因故申請退學程，退費比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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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類別 繳費金額 退費申請規範 退費標準 退費小計

兩年學程總額 第一年開學日起30天內 第一年全額退費 第二年全額退費

育成類組 /

加速類組
95,000 育成類組 / 加速類組 47,500 47,500 95,000

觀摩類組 65,000 觀摩類組 32,500 32,500 65,000
第一年開學日第31至180天內 第一年學程退費2/3 第二年學程全額
育成類組/ 加速類組 31,667 47,500 79,167
觀摩類組 21,667 32,500 54,167
第一年開學日第181至270天內 第一年學程退費1/3 第二年學程全額
育成類組 / 加速類組 15,833 47,500 63,333
觀摩類組 10,833 32,500 43,333
第一年開學日第271天後所繳學程費、行政費、活動費、、區塊鏈認證費、雜費，已投入後
期執行概不予退還。

3、申請休退學程，且於一週內(含申請日)完成休學申請審核及退費手續申辦。

4、第二年開學日第61天後申請休退學，且於一週內(含申請日)完成休學申請審核及離校手續

者，概不予退還。

※逾申請日一週後辦理者，以BAC收到辦完申請退學程手續之休學核准當日為退費計算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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